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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【摘要】 　 目的　 探讨合肥地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情况ꎬ为早期采取干预措施提供参考ꎮ 方法　 采用分

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分别在合肥市农村和城市地区共抽取 ８ 所幼儿园 ２ ４０７ 名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ꎬ采用自编问卷收

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ꎬ采用 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用量表收集学龄前儿童心理卫生情况ꎮ 结果　 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

率为 １９.４０％(４６７ / ２ ４０７)ꎮ 心理行为问题各子项目均有检出ꎬ其中学习问题和心身问题检出率最高ꎬ分别为 １０.５１％ꎬ
９.３１％ꎬ品行异常检出率为 ３.４９％ꎬ多动异常检出率为 ２.８３％ꎮ 农村地区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城市地区( χ２ ＝
４４.３５ꎬＰ<０.０１)ꎬ男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女童(χ２ ＝ １５５.１８ꎬＰ<０.０１)ꎮ 结论　 合肥地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

率与国内其他地区相近ꎬ值得关注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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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家庭人
口的构成、家长抚育和教育儿童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
变ꎬ儿童心理行为问题越来越受到广大家长的关心ꎬ
更引起儿童保健工作者和相关学者的关注和重视ꎮ
学龄前儿童心理发展是人心理发展的初步阶段ꎬ是儿
童身心发展极为迅速的阶段ꎬ也是形成和谐心理、安
全感和健康人生态度的关键阶段ꎮ 近年来ꎬ儿童心理
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ꎬ已经严重影响了儿童
身心健康[１] ꎮ 为了解合肥地区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
生情况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９—１０ 月对合肥市城市及农
村地区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

１　 对象与方法
１.１　 对象　 按照合肥市行政区域规划ꎬ结合各县区经
济发展情况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分别在合
肥市长丰县、肥东县、庐阳区和包河区各抽取 ２ 所托幼
机构ꎬ共 ８ 所幼儿园的 ３ ~ ６ 岁在园儿童ꎮ 排除患有

心、肝、肺、肾慢性疾病及甲状腺功能障碍、脑炎、精神
病等病史者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４９８ 份ꎬ收集有效问卷
２ ４０７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 ２８％ꎮ 其中男童 １ ２７５ 名ꎬ占
５３ ０％ꎻ女童 １ １３２ 名ꎬ占 ４７ ０％ꎮ 农村地区儿童１ １５９
名ꎬ占 ４８ １５％ꎻ城市地区 １ ２４８ 名ꎬ占 ５１ ８５％ꎮ ３ 岁
组儿童 ４９３ 名ꎬ４ 岁组儿童 １ ５５３ 名ꎬ５ 岁组儿童 ３６１
名ꎮ 平均年龄为(４ ３９±０ ９１)岁ꎮ 本研究经合肥市妇
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ꎬ与纳入研
究的儿童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ꎮ
１.２　 方法　 由幼儿园组织召开家长会ꎬ调查员现场讲
解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ꎬ并指导家长填写ꎬ当场
审核并收回问卷ꎮ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学龄前儿童基
本信息ꎬ采用 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用量表 (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
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ＰＳＱ)进行心理行为问题评价ꎮ 量表共
４８ 个条目ꎬ包含品行问题、学习问题、心身问题、冲
动—多动、焦虑、多动指数 ６ 个因子ꎬ采用 ０ ~ ３ 分 ４ 级
评分ꎬ每周出现>２ 次计 ３ 分ꎬ每周至少出现 １ 次计 ２
分ꎬ每周出现<１ 次计 １ 分ꎬ没有此问题计 ０ 分ꎮ 该量
表适用于我国学龄制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ꎬ具有可靠
的信效度[２－３] ꎮ
１.３　 统计分析　 数据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.１ 数据库进行双
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.０ 社会学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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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＝ ０.０５ꎮ

２　 结果
２.１　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总体评价结果　 ２ ４０７ 名中ꎬ
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 １９ ４０％(４６７ 名)ꎮ 其中学
习问题和心身问题检出率最高ꎬ 分别为 １０ ５１％ꎬ
９ ３１％ꎬ品行问题检出率为 ３ ４９％ꎬ多动问题检出率为
２ ８３％ꎬ冲动问题检出率为 １ ００％ꎬ焦虑问题检出率为
０ ５０％ꎮ 检出 １ 种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有 ３４０ 名ꎬ占
１４ １３％ꎻ其次为检出具有 ２ 种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有
７７ 名ꎬ占 ３ ２０％ꎻ检出 ３ꎬ４ꎬ５ 种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
分别占 １ ３７％ꎬ０ ５４％ꎬ０ １７％ꎮ
２.２　 不同人口学特征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及各因子总

体检出率比较 　 农村地区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
为 ２０.５３％ꎬ城市地区儿童发生率为 １８.３５％ꎬ差异有统
计学意义ꎮ 男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女童ꎮ 儿

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ꎬ其中
４ 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ꎬ为 ２０.０９％ꎻ５ 岁年龄组次之ꎬ３
岁组最低ꎬ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

农村地区的儿童除心身问题外ꎬ其余各行为问题
的检出率均高于城市地区ꎻ两地区心理问题检出率最
高的均为学习问题ꎬ其次为心身问题ꎬ再次为品行问
题ꎮ 两地区间各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
计学意义ꎮ 按儿童性别统计ꎬ男童 ＰＳＱ 各项目异常情
况发生率较女童高ꎬ其中男童学习异常、心身异常、冲
动异常及多动异常检出率均高于女童ꎬ差异均有统计
学意义ꎮ ３ 岁组儿童品行问题检出率最高ꎬ品行问题
检出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ꎬ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
义ꎻ学习问题在 ４ 岁组检出率最高ꎬ５ 岁组次之ꎬ３ 岁组
最低ꎬ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ꎻ儿童多动指数异常
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ꎬ３ 岁组儿童最高ꎮ 见表 １ꎮ

表 １　 不同人口学特征儿童心理行为检出率比较

人口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
冲动多

动问题
焦虑问题 多动指数

心理行

为问题
地区 农村 １ １５９ ４８(４.１４) １２８(１１.０４) １０７(９.２３) １２(１.０４) ８(０.６９) ３５(３.０２) ２３８(２０.５３)

城市 １ ２４８ ３６(２.８８) １２５(１０.０２) １１７(９.３８) １２(０.９６) ４(０.３２) ３３(２.６４) ２２９(１８.３５)
χ２ 值 ２.８２ ０.６８ ０.０２ ０.０３ １.６０ ０.３１ ４４.３５
Ｐ 值 ０.０９ ０.４１ ０.９０ ０.８６ ０.２０ ０.５８ <０.０１

性别 男 １ ２７５ ５３(４.１６) ２３５(１８.４３) １６９(１３.２５) ２１(１.６５) ４(０.３１) ６１(４.７８) ３６８(２８.８６)
女 １ １３２ ３１(２.７４) １８(１.５９) ５５(４.８６) ３(０.２７) ８(０.７１) ７(０.６２) ９９(８.７５)

χ２ 值 ３.５６ １８０.８１ ５０.０８ １１.６０ １.８７ ３７.９１ １５５.１８
Ｐ 值 ０.０６ <０.０１ <０.０１ <０.０１ ０.１７ <０.０１ <０.０１

年龄 / 岁 ３ ４９３ ２６(５.２７) ３３(６.６９) ４４(８.９２) ８(１.６２) ５(１.０) ２２(４.４６) ８５(１７.２４)
４ １ ５５３ ４９(３.１６) １８２(１１.７２) １４７(９.４７) １４(０.９０) ５(０.３２) ４１(２.６３) ３１２(２０.０９)
５ ３６１ ９(２.４９) ３８(１０.５３) ３３(９.１４) ２(０.６０) ２(０.６１) ５(１.３９) ７０(１９.３９)

χ２ 值 ６.２４ １０.０５ ０.１４ ２.６５ ３.６５ ７.７４ １.９４
Ｐ 值 <０.０５ <０.０５ >０.０５ >０.０５ >０.０５ <０.０５ ０.３８

　 注:()内数字为检出率 / ％ꎮ

３　 讨论
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合肥市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

题检出率为 １９.４０％ꎬ在国内相关报道的检出率 ６％ ~
２６％范围内ꎮ 邓晓苑等[４] 对梅州市 １０ 所幼儿园 ９２４
名学龄前儿童调查结果显示ꎬ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
为 １５.９％ꎮ 一项针对上海市 ７ 个县区 ２ ０７３ 名学龄前
儿童的调查发现ꎬ心理卫生状况问题处于临界水平的
占 １１％ꎬ异常的占 １０％ꎬ该结果远低于本研究合肥市
水平[５] ꎮ 另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杨浦区学龄前儿童的
现况调查结果显示ꎬ 儿 童 行 为 问 题 的 检 出 率 为
２０.１０％[６] ꎬ也高于合肥市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
检出率ꎮ

多项研究表明ꎬ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心理行为问
题的检出率降低[７－８] ꎮ 本研究发现ꎬ合肥市儿童心理
行为问题在 ４ 岁年龄组的儿童中检出率最高ꎬ５ 岁儿
童检出率次之ꎬ与多数研究结果相似ꎮ 本研究发现 ３
岁年龄组儿童品行问题、冲动多动问题、焦虑问题及
多动指数检出率均较其他年龄段高ꎮ 一方面ꎬ３ 岁年
龄组的儿童刚入园ꎬ心理行为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ꎬ
得益于现代社会的进步ꎬ家长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发
展水平等有所提高ꎬ对儿童身心等方面的养育知识更

加关注ꎬ对心理问题的发生也更加敏锐ꎬ易于发现儿
童异常的心理行为问题ꎻ另一方面ꎬ学龄前儿童的社
会心理认知水平为起步阶段ꎬ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ꎬ
神经心理发育日趋成熟ꎬ心理问题的发生会逐渐减
少ꎮ 郭晓红等[８] 研究显示ꎬ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ꎬ行
为问题的检出率逐渐降低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３ 岁儿童
在接受集体教育后ꎬ多动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随之
减少[９] ꎬ故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应从早期着手ꎮ

本次调查发现ꎬ男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高于
女童ꎬ其中男童在品行问题、学习问题、身心问题、冲
动问题及多动问题方面的检出率均高于女童ꎮ 任为
等[１０]对兰州市 １ ２９４ 名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
现况调查结果显示ꎬ男童的品行问题、学习问题、冲
动—多动及多动指数得分均高于女童ꎮ 孙力菁等[１１]

对上海地区 ２ ０７３ 名学龄前儿童开展研究ꎬ结果表明
在心理问题总分、情绪问题、品行问题、注意力缺陷多
动障碍和社会行为 ５ 个维度ꎬ男童较女童严重ꎮ 而朱
国伟等[１２]对上海市徐汇区 ４ ~ ６ 岁学龄前儿童的现况
调查则发现女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男童ꎮ
曲红明等[１３] 调查显示ꎬ女童行为问题发生率高于男
童ꎮ 分析原因认为ꎬ这 ２ 种结果应与男女童的行为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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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形式、性格倾向及传统观念对男女童的要求不同有
一定关系ꎮ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ꎬ女童焦虑异常发生率
高于男童ꎬ可能与受传统观念影响ꎬ家长对女童的行
为要求较高ꎬ在日常生活中对女童的约束更多有关ꎮ

因农村经济、社会文化及教育观念较城市落后ꎬ
儿童的全面教育得不到很好的保障ꎬ抚养人容易忽视
儿童心理行为的发育ꎬ使农村地区儿童心理行为问题
发生的可能性高于城市地区ꎮ 此外ꎬ家庭环境是儿童
行为社会化发展的基础ꎬ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发展产生
重大影响[１４] ꎮ 在部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十分普
遍ꎬ留守儿童无法适时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教育和关
怀ꎬ在心理和人格上容易出现多方面的问题ꎮ 据调
查ꎬ父母外出打工后ꎬ与子女聚少离多ꎬ沟通较少ꎬ容
易导致留守儿童的“亲情饥渴”ꎬ使儿童在心理健康、
性格发展等方面出现偏差[１５] ꎮ ２０１４ 年顾莉萍等[１６] 研
究发现ꎬ非城区(乡镇、农村)是心理卫生问题发生的
危险因素ꎮ 本研究发现ꎬ合肥市农村地区儿童心理行
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城市地区ꎮ 提示应重视城市边缘
地带的乡镇及农村地区儿童心理卫生问题ꎮ 在心理
行为问题的子项目中ꎬ城市地区儿童心身问题的检出
率高于农村地区ꎬ考虑城市地区父母更加重视儿童的
可塑性ꎬ注重从小对其各方面知识技能的培养ꎬ过多
地限制了儿童的自由ꎬ儿童的身心发育受到限制ꎬ也
容易出现发育偏离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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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ｏ￣
ｌｅｓｃｅｎｔ ｇｉｒｌｓ [ Ｊ] . 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８ ( １０): ２２９１ －
２２９９.

[１９] ＧＵＡＮ Ｓ ＳꎬＢＯＷＥＲ Ｊ ＥꎬＡＬＭＥＩＤＡ Ｄ Ｍ.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ｕ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
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ａｎｄ Ｃ￣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
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[Ｊ] .Ｂｒａｉ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６ ꎬ５７:１３４－１４３.

[２０]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Ｃ ＡꎬＨＥＲＭＡＮＮＳ Ｖ ＷꎬＤＥ ＪＯＮＧ Ｐ Ｊꎬｅｔ ａｌ.Ｓｅｌｆ￣ ｏｒ ｐａｒ￣
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( ｃｏ￣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)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
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 ｏｒ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ＰＡ￣ａｘ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: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
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￣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￣
ｈｙｐ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ｉｔｙ ＨＰＡ￣ａｘ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[Ｊ] .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９４
(１):１７５－１８４.

收稿日期:２０１７－１０－２１ꎻ修回日期:２０１７－１２－０９

５４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　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　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.３９ꎬＮｏ.４


